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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方便全院师生及时了解学院科研动态和科研工作开展情况，从本年度起，学院将

对教师取得的科研成绩、学院开展的科研工作进行集中梳理，定期推出《科研简报》。借

助《科研简报》平台，推介学院优秀科研成果、活跃学院学术氛围，激励教师科研产出，

鼓励教师社会发声。《科研简报》每季度更新一期，欢迎学院师生届时查阅。 

 

 

项目获批情况 

第四季度学院获批省部级项目 4 项，包括 2021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

划项目 3 项，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 1 项，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第四季度科研项目获批情况 

类别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省部级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李永立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赵泽斌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专项项目） 王雅杰 

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 
张少鹏 

（学生） 

截至 12 月末，学院年度获批科研项目 60 项，包括纵向项目 36 项，其中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各类型项目 14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13 项；与企

事业单位签订横向项目 24 项。 

项目申报动员及辅导 

第四季度，教师陆续进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正式筹备阶段。

为帮助教师快速进入申报状态，找准发力点，学院相继组织教师观看学习哈工大“国家

社科基金申报培训系列课程”，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动员及经验交流会，举办青

年教师及新入职教师申报座谈会。 

 

 科研项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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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两轮哈工大“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培训系列课程”观看学习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

质量，科工院与中国教育报刊社共同设立了“国

家社科基金申报培训系列课程”哈尔滨工业大

学专栏，围绕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后期资助项目等设置

6 节课程，课程主讲人以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为主。为充分满足教师观看学习需求，

学院分别于 10 月 21、22、25 日及 11 月 15、17、19 日进行了两轮培训系列课程的观看

学习，由教师根据自身时间安排及申报需求自由选择参加场次。   

（二）组织召开 202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动员及经验交流会 

为切实做好 202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报工作，进一步提升学院基金申报质量，学

院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下午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组织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

动员及经验交流会，哈工大科学与工业技术研

究院基础创新处副处长赵伟，经管学院院长叶

强、党委书记孟炎、副院长赵泽斌、副院长张紫琼出席会议。动员会上，赵伟、叶强、

赵泽斌分别就学校、学院基金立项情况进行了介绍，强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教师科

研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并就 2022 年申报工作进行了部署；张紫琼、王铁男、陈莹三

位老师分别针对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及青年项目进行了申报经验分享。 

（三）青年教师及新入职教师申报座谈会 

为帮助青年教师及新入职教师充分了解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流程，就基金申报相关问题

答疑解惑，2021 年 12 月 21 日下午，学院组织召

开青年教师及新入职教师申报座谈会，院长叶

强、副院长赵泽斌、青年教师及新入职教师出席

会议。与会教师逐一分享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研究思路及遇到的问题，与会嘉宾就教

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帮助教师找到申报选题的切入点及可行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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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学院发表学术论文 55 篇，其中 CSSCI 检索论文 9 篇，SCI/SSCI 检索论

文 39 篇、EI 检索论文 4 篇。截至 12 月末，2021 年学院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270 篇，出

版专著及译著 4 本。 

2021 年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英文论文 中文论文 

SCI/SSCI（篇） EI（篇） CSSCI（篇） 其他论文（篇） 

158 11 69 32 

2021 年出版专著/译著情况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著（译）者 

社会网络的价值度量模型及在

推荐策略中的应用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1.3 

李永立，乔立新 

刘  超，樊宁远（著） 

金融工程学原理（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6 王忠玉，董  奕（译） 

技术史 第Ⅴ卷：19 世纪下半叶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1.6 远德玉，丁云龙（主译） 

跨文化商务沟通 

（英文版第 6 版·中国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8 

莉莲·钱尼，珍妮特·马丁 

张  莉，王  丹（著） 

 

 

第四季度，在 2021 年度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学院

申报的 9 项成果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2 项。在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获得一等奖 1 项。在 2021 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优秀成果评选中，

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此外，学院教师参与申报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防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 1 项，威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学术论著 二 

科研获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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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四季度科研获奖情况 

获得奖项 等级 成果名称 涉及教师 

黑龙江省高

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 

一等奖 
基于小米公司案例的品牌社群认同形成机制的模型构

建研究 

杨  洋，胡茜茜 

裴学亮 

一等奖 
社会网络视角下品牌延伸对母品牌顾客资产驱动要素

的影响研究——基于多重因素的调节作用 

邵景波，许万有 

张君慧 

一等奖 
基于前景理论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风险管理行为演化

博弈分析 
赵泽斌，满庆鹏 

一等奖 

Building Up Resour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Burnout Among Firefighters: 

Moderators of Guanxi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吴东儒，袁国书 

David C. Yen 

徐  婷 

一等奖 

Does Environment Centralization Prevent Local 

Governments from Racing to the Bottom? --Evidence 

from China 

洪  涛，于楠楠 

毛中根 

一等奖 
Neuro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of the Linguistic 

Components of Language Aptitude 
岳金星 

一等奖 
Will Green CSR Enhance Innovation?A Perspective of 

Public Visibility and Firm Transparency 

吴伟伟，刘业鑫 

覃大嘉，朱文忠 

二等奖 ****************研究 
王  健，麦  强 

刘纪达，郭亚男 

二等奖 
CEO Effects on the IPO Market under Different Policy 

Regim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ME Board 

戈园婧，郭海凤 

Hung-gay Fung 

广昆程 

黑龙江省高

等教育科学

研究优秀成

果奖 

一等奖 大学跨学科建设的主要风险与治理对策 黄  超，杨英杰 

中国国防经

济学年度优

秀成果 

一等奖 
一体化应急应战协作网络结构与演进——以自然灾害

和事故灾难事件为例 

刘纪达，安  实 

王  健，麦  强 

二等奖 重大航天工程系统融合原理、模型及管理方法 

麦  强，陈学钏 

安  实，郭亚男 

王  健 

二等奖 国防科技工业跨部门合作治理网络动态演化研究 
郭亚男，安  实 

王  健，麦  强 

二等奖 ***************研究 
刘纪达，麦  强 

王  健 

国防科学技

术进步奖 
二等奖 嫦娥五号工程系统融合管理方法及组织实施 

刘继忠等 

麦  强（排序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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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社会

科学优秀成

果奖 

一等奖 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刘业鑫，吴伟伟 

于  渤 

三等奖 
内部研发和外部研发耦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

山东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高鹏斌，李  雪 

吴伟伟，于  渤 

 

（一）社会任职及荣誉 

1. 11 月 26 日，2021 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

金会颁奖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我院李一军教授获颁“复旦管理

学杰出贡献奖”。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王家瑞出席颁奖典礼，并为今年获奖人颁

奖。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李岚清同志于 2005 年发起成立，是中国管理学界第一个奖

励基金会，旨在奖励我国在管理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工作者。 

2. 11 月 20 日，“2021 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评选揭晓，王健教授入选年度人

物。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评选以《经济学家周报》和“全民国防教育网”为平台，

自 2016 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六届。第六届年度人物评选活动，采取通讯评议形式，按

照“年度评审办公室初审推荐——51名评委民主评议投票——11名主任评委终审确定”

的程序，最终 7 名专家入选“2021 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 

3. 12 月 27 日下午，哈尔滨工业大学以“担当作为 开拓创新 加快推动科研工作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2021 年度科研工作总结表彰会在一校区活动中心 301 举行。校党

委书记熊四皓、校长韩杰才出席会议，副校长曹喜滨作科研工作报告，校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吴松全宣读表彰决定，与会校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学院叶强教授获得“科技创

新团队奖”，郭熙铜教授获得“杰出科技人才奖”。 

 

 

   社会服务与智库建设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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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地方政府 

1. 12 月 16 日下午，省委书记许勤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听取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智库”作

用，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院长叶强教

授受邀出席座谈会，从“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

筹协调”、“调整能源结构，实现绿色发展”、“调

整产业结构，发展数字经济”、“做好人才工作，

提高事业能力”等方面为黑龙江省未来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胡昌升、陈海波、沈莹、徐

建国出席会议。 

2. 11 月 8 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精神，黑龙江省

发改委理论中心学习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曲世友教授受邀出席并作题为《数字经济革命

变革：区域挑战与使命》的专题讲座。黑龙江省发改委主任张亚中主持本次专题学习并

发表了讲话。曲世友教授从重组区域要素资源、重塑区域经济结构、改变区域竞争格局

三个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革命对区域经济的深刻复杂影响，并从战略选择与布局、推

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推动本地化大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

方面提出了加快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对策。 

3. 11 月 11 日，牡丹江市委书记杨廷双主持召开牡丹江市委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中心组学习时的讲话精神。院长叶强教授受邀作题为《数

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从数字经济时代到来、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与新一轮

产业革命、黑龙江省面对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作了详细报告。 

4. 11 月 28 日，鹤岗市委书记李洪国主持召开鹤

岗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报告会，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部署要求，

培养树立全市党员干部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素

养，抓牢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鹤岗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院长叶强教授受邀作题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

发展》专题讲座。叶强教授详细介绍了数字经济的历史发展，人工神经网络、区块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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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知识及其在企业的应用，并立足实际分析了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5. 11 月 26 日，黑龙江省公安厅举办全省公安机

关冬季整训龙江公安大讲堂第一讲，院长叶强教授

受邀作题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省

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冬季整训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宋恩主持讲座。叶强教授详细介绍了人

工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区块链等技术与智慧公安、智能化警务、预警预防的有机

结合对推动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建设的作用，并指出实现科学技术与公安工作深度融合，

将为公安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整体提升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水平。 

6. 12 月 6 日，院长叶强教授应邀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行政学院）作题为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听课对象为第 61 期省管干部进修班、第 8 期省

管干部任职培训班、第 4 期市（地）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进修班、第 53 期省直处级公

务员任职培训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和 2021 年度省直机关新录用公务员第一期初任培

训班学员，听课人数近 500 人。 

7. 第四季度学院新增 1 项成果采纳，至此 2021 年成果采纳、应用及批示情况如下： 

 2021 年成果采纳、应用及批示情况 

姓名 时间 成果名称 采纳/应用/批示情况 

王  健 

刘纪达 

安  实 

2021.8 关于***建设情况的汇报 黑龙江省领导批示 

洪  涛 

马  涛 

陶思佳 

2021.9 
***的关键问题、重要挑战与应对

措施 
工信部采纳 

王雅杰 2021.7 构建***的问题及对策 黑龙江省有关部门采纳 

王  健 

刘纪达 
2021.8 关于提升***协同能力的措施建议 黑龙江省有关部门采纳 

刘纪达 

董昌其 

（学生） 

2021.11 
构建社会参与、专家议事、智库

支撑的一体化联勤联战运行机制 

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

采纳 

刘纪达 

（学生） 
2021.8 

关于完善消防安全应急科普机制

的若干建议、强化高校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大庆市人民政府消防安

全委员会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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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发声 

1. 12 月 27 日，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

播“智库专家谈振兴”栏目播出了我院于

渤教授围绕“聚力发展绘蓝图，只争朝夕

创未来”为主题的专访。访谈中，于渤教

授深入解读省委全会精神，把脉龙江经

济，指出此次会议站位高、直面问题、所

提指标明确科学等特点。完整版专访在黑龙江新闻法制频道“省委全会精神在龙江”特

别节目中播出。 

2. 12 月 28 日，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

“智库专家谈振兴”栏目播出了院长叶强

教授围绕“创新驱动发展，增强科技支撑”

为主题的专访。访谈中，叶强教授从碳达

峰、碳中和以及绿色发展的角度深入解析

高质量发展道路，从调整发展方向、调整产

业结构、建设人才队伍等方面对高质量发展大背景下如何提高黑龙江省科技创新能力建

言献策。完整版专访在黑龙江新闻法制频道“省委全会精神在龙江”特别节目中播出。 

2021 年第四季度媒体采访情况 

教师姓名 媒介 时间 事项 

于渤 

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智库

专家谈振兴”栏目 

黑龙江新闻法制频道“省委全

会精神在龙江”特别节目 

12.27 
围绕“聚力发展绘蓝图，只争朝夕创

未来”主题接受了专访 

叶强 

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智库

专家谈振兴”栏目 

黑龙江新闻法制频道“省委全

会精神在龙江”特别节目 

12.28 
围绕“创新驱动发展，增强科技支

撑”主题接受了专访 

马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报记者采访 11.8 

采访内容编辑为《一位青年教师的责

任与使命》发布于哈工大新浪官方微

博、黑龙江学习平台、腾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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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席会议及论坛 

1. 10 月 26 日下午，黑龙江省科协、黑龙江

日报、龙头新闻联合主办“碳达峰、碳中和”高

端讲座，院长叶强教授受邀出席并作题为《碳中

和与高质量发展》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碳中

和与碳达峰的相关背景”、“挑战与机遇”、“碳

中和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三方面内容，解析“双碳”目标下经济发展新机遇，把脉地

方经济转型新发展。此次活动通过龙头新闻 APP、黑龙江日报的抖音号、快手号、今日

头条号、新浪微博、新浪新闻等平台同步直播，线上收看人数近 38 万人次。 

2. 11 月 2 日，为进一步推动黑龙江省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院长叶强

教授应邀参加天鹅科创大讲堂——数字经济与

高质量发展讲堂，讲堂由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

哈尔滨股权投资协会主办。讲座中，叶强教授就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与企业家等内容对如

何发展数字经济进行讲授。此次讲堂通过哈尔滨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线上

线下同时开展，累计有 6000 余人进入直播间收看。 

3. 12 月 11 日，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黑龙江省经济学会主办的“黑龙江

省经济学会 2021 年年会暨‘第一个百年目标后龙江产业发展新征程’研讨会”在线召

开。院长叶强教授受邀参加并作题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主旨演讲，详细论述了

数字技术对商业模式、产品技术、决策模式、思维模式的创新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龙

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优势和问题等。 

4. 12 月 5 日，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 60 人论坛第四届年会在中央民族大学成

功举办。本届年会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学派研究”为主题，由中央民族大学、管

理世界杂志社、经济管理出版社主办。学院副院长马涛教授受邀参会并做发言，指出中

国学派在研究过程中应顶天立地，植根中国经济问题事实准确进行刻画和归纳。数字经

济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点组成部分，无论从功能区域角度还是从协调发

展角度，都应该把发展挑战纳入进来，形成理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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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月 17 日，“反食物浪费监测评估理论与技术”专题学术论坛在线召开。本次论

坛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自然资源学报》编辑

部、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可持续发展专委会承办，来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 80 余位代表参

加了会议。副院长马涛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指出中长期尺度下食物浪费研究要与资源

利用体系相结合，要足够支撑未来 30 年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建议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

讨食物浪费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 

6. 11 月 3 日，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人工智能学科发展系列论坛（仲荣论坛第六

期）在一校区活动中心召开，该期主题为“管理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论坛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院长叶强教授在论坛上致辞，张自立教授与姜广鑫教授作为

特邀报告人分别作题为《Consumption Experience Forgetting: Investigation and Implications》

《Solving Large-Scale Fixed-Budget Ranking and Selection Problems》专题报告。 

（五）成果刊发与报送 

1. 叶强教授、李永立教授、赵泽斌教授《关于我省加快数字

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收录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智库专报》2021

年第 51 期（总第 184 期）。文中指出，我省应充分利用地域、文

化、资源等优势，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发展进程，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积极改善我省数字经济共

享环境，不断完善制度以及标准规则的制定，推进我省“数字龙

江”发展规划落地实施。 

2. 叶强教授、李永立教授、赵泽斌教授《关于加强我省国有企

业活力与竞争力的建议》收录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智库专报》

2021 年第 55 期（总第 188 期）。文中指出，我省在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中，要结合本省的区位特征和资源禀赋特点，持续提高国企

活力与竞争力，围绕制度改革、协同发展、技术创新和人才优化

等内容，以解决问题为抓手，有针对性地持续推进改革，顺利完

成我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既定目标。 

3. 11 月 10 日，在工信部新一轮重大问题预研选题报送工作中，学院报送 8 项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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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工信部审核，1 项选题通过初审，进入后续报送流程。 

4. 11 月 16 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布关于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主题征文的通知，学院教师围绕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助力龙江经济社会

发展” 主题撰写并报送主题征文 5 篇。 

2021 年第四季度学院社会服务与智库建设情况 

时间 事项 

10 月 17 日 马涛教授参加“反食物浪费监测评估理论与技术”专题学术论坛并在开幕式致辞 

10 月 19 日 刘松崧副教授参加黑龙江省科技厅建筑、交通领域低碳零碳技术研讨会 

10 月 26 日 
黑龙江省科协、黑龙江日报、龙头新闻联合主办“碳达峰、碳中和”高端讲座，

院长叶强教授受邀出席并作题为《碳中和与高质量发展》报告 

11 月 2 日 
叶强教授受邀参加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哈尔滨股权投资协会主办的天鹅科创大

讲堂——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讲堂，作题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讲座 

11 月 3 日 
张自立教授、姜广鑫教授作为特邀报告人参加主题为“管理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

融合”的哈工大计算学部人工智能学科发展系列论坛（仲荣论坛第六期） 

11 月 8 日 
曲世友教授受邀为黑龙江省发改委理论中心学习组作《数字经济革命变革：区域

挑战与使命》专题讲座 

11 月 11 日 
叶强教授受邀为牡丹江市委书记杨廷双主持召开的牡丹江市委中心组集体学习

研讨会作题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 

11 月 20 日 王健教授入选“2021 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 

11 月 26 日 
李一军教授受邀参加 2021 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

礼，并获颁“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11 月 26 日 
叶强教授受邀为黑龙江省公安厅全省公安机关冬季整训龙江公安大讲堂第一讲

作题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 

11 月 28 日 
叶强教授应邀参加鹤岗市委书记李洪国主持召开的鹤岗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

体（扩大）学习报告会，作题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 

12 月 5 日 马涛教授参加 2021 年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 60 人论坛第四届年会并发言 

12 月 6 日 
叶强教授应邀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行政学院）作题为《数字经济与高

质量发展》专题讲座 

12 月 11 日 
叶强教授受邀参加“黑龙江省经济学会 2021 年年会暨‘第一个百年目标后龙江

产业发展新征程’研讨会”，并作题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主旨演讲 

12 月 16 日 
叶强教授受邀参加黑龙江省委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围绕科技创新、绿色发

展、数字经济、碳汇经济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12 月 27 日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 年度科研工作总结表彰会上，叶强教授获得“科技创新

团队奖”、郭熙铜教授获得“杰出科技人才奖” 

10 月-12 月 2 篇决策咨询成果被《智库专报》刊发；1 项成果被采纳，3 篇采访收录媒体报道 

10 月-12 月 
报送工信部重大问题预研选题 8 项，1 项通过初评进入后续报送流程；报送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主题征文 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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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常年开展智库成果征集工作，教师可随时将形成的决策咨询报告、政策建议、

媒体发声等智库成果报送至科研办公室；同时希望教师踊跃报送资政建言文章，科研办

可协助教师依托学校和学院智库进行呈送。 

学院现有黑龙江省和工信部智库情况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度 

黑龙江省首批重

点培育智库 
大数据与决策分析研究中心 黑龙江省哲

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 

2017 

黑龙江省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基地 

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基地 2004 

黑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基地 2013 

工信智库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安全技术政策与管理实验室 

工业和信息

化部 

2017 

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2017 

哈尔滨工业大学大数据与决策分析研究中心 2018 

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带一路人才战略智库 2018 

 

联系我们 

为给学院师生提供更好的科研服务，面向广大师生长期开展意见征询。学院师生在

科研工作开展过程中有任何需求，可随时通过点击下方链接、扫描二维码或电话、邮件

方式报送给我们，我们将及时与您取得联系，竭力提供工作支持。 

参与链接：https://www.wjx.cn/vj/rXEEhpr.aspx，此链接长期有效。 

[成果征集]师生科研成果、开展社会服务、社会发声等信

息可随时发送给我们，将在《科研简报》中陆续呈现。 

[智库服务]形成的资政建言，可依托学院智库向黑龙江省

委省政府和工信部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以智库专报形式呈送。 

[意见建议]对学院科研管理工作有任何需求、意见或建议，

可随时提出，我们将广泛吸收，持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不断

提升科研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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